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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重构
卢秀萍
［内容提要］ 本文以我国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
简要分析我国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历史与现
状，并针对现有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成效和缺陷提出重构思路。
［关键词］ 领导干部 政绩 指标体系 重构
一、
现有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

保持一定的增长就万事大吉，
势必导致

然影响不了政绩，
而且要实现这样的政

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任务，
积极

绩需要大量的资金和长期的努力，
因此

现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干预经济活动，常常亲自登台唱戏，盲

我国目前公共卫生、
教育经费等项目支

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但在执行过

目出资办企业，
以求用高投资换取高增

出之低就不难理解，
公民特别是农民科

程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长。有的地方甚至不择手段，以编造假

技文化素质的低下也就在情理中。

体系的缺陷

１． 政绩考核评价标准落后于形势

数字或走私等违法形式来达到目的；在

４． 指标中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状况

发展需要。
各地现行的考核评价标准大

一些地方招商引资不惜成本、不惜代

的指标要求不足。
在该考核指标体系中

多是根据 １９９５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

价。由此出现了以经济ＧＤＰ论英雄的现

只有“三废”治理达标率、森林和绿地

的《试行标准》
，总体上该标准是有效

象，使各级领导干部片面追求ＧＤＰ的规

覆盖率，
实践证明这样的指标是无法体

可行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任务的变

模与增长速度，
忽略了环境保护和资源

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无法达到统筹人

化，
部分考核指标已难以反映当地经济

保护、
缩小差距等费时费力同时也更为

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要求。
特别在过分强

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
如随着由政府

重要的长期目标。
甚至有些干部把以经

调经济增长指标的影响下，
这样的指标

包办国有企业状况的改变，
继续把国有

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 ＧＤＰ为中心、把

是苍白无力的，有些地方为了追求 ＧＤＰ

资产增值率和国有企业盈利面及实现利

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 ＧＤＰ 增长是硬道

速度，
过度开采自然资源，
只要能挣钱，

税增长速度作为一个地方政绩考核评价

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早出、快出、

不顾长远、
不顾子孙后代的开采也在所

指标没有意义。
靠过时的指标无法为干

多出政绩，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

不惜已造成很严重的环境问题。

部创造政绩提供科学的依据，
甚至会造

自然规律，搞掠夺性开发，祸国殃民的

成懈怠心理，
让干部躺在现有的功绩簿

事就不难理解。

上飘飘然，阻滞社会前进。

３．体现以人为本的指标严重缺失。

５．体现群众参与的指标不足。
在经
济建设、
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方面的考
核指标都是以数字来体现，
而这些数字

２． 整个指标体系过分重视经济增

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

大多来源于业务部门无须经过群众认

长、强调ＧＤ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

质和精髓，而现阶段最能体现以人为

可，数字是否真实可靠也无法考究。这

展经济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当务之

本，
满足人的需求的指标如：社会保障、

样的评价标准容易产生数字造假、
出现

急、重中之重，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经济

就业率、收入增加、医疗、教育的投入

注水数字。
在评价标准上，
既要看数字，

建设这个中心，
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可

等指标却没有出现，
这也就意味着领导

又不能唯数字，
数字是反映经济发展和

行有效的，
但如果过多强调了经济总量

干部用不着在这些花钱费力方面花工

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
但数字无法反映

的增长，只要 ＧＤＰ、财政收入、税收能

夫，因为这不属于政绩考核的内容，自

一切，不能替代一切。有些考核指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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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由群众处获得，由群众来评判，

系的基本原则

如群众满意度、群众评价情况等指标。

关心、最关注、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切

一是导向性原则。
导向性问题是一

实引导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把最广

个方向性的问题，
表明我国政府重视什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想问题、作决

么，提倡什么，引导领导干部的干劲往

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创

哪里使。目前，设置考核指标体系，要

造人民群众拥护的、赞成的、满意的政

１． 指导思想

充分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以“三

绩。

２００３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标准，坚持把最广

３．指标体系的构建

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所谓指标体系，
就是一系列相互联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

要引导干部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

系的综合反映社会现象某一方面情况的

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
、按照统

追求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数字组成的整体。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

这样的考核才能更加真实有效。
二、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
重构

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

二是全面性原则。
科学发展观所要

标体系，
就是把一个领导干部管辖的单

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

求的政绩，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

位、部门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政治

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推进改

调、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政绩。由于社

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项工作，
用

革和发展”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底，中央经济

会经济是一个大系统，
不能只靠单一的

定性定量的方法分解成若干个相互联系

工作会议又提出了正确政绩观，要求

指标来考核评价这一大系统的发展变

的具体指标，
在考核过程中加以综合应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做到权为民

化。
要考核评价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各

用。具体说，重新构建领导干部政绩考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

个方面，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普遍联

核指标体系，需考虑以下五类指标：

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一切工作都

系，
就必须设置一套考核指标体系加以

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要

反映。
因此，
新型政绩考核体系的建立，

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中共建

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涵盖物质文

基础，
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必要

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度保证，使勤政

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方方面

条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

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

面。

能动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

（１）经济发展指标
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事业发展的

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在

三是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要求

指标就是 ２０２０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

领导干部中形成勤政为民、
踏实苦干的

考核指标的设置，要便于进行具体操

２０００年翻两翻。
正如经济学家萧灼基所

浓厚风气。
”所有这些，都对传统的干

作，注意定量和定性的有机结合，避免

说的那样：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有很大的

部考核尤其是惯有的以ＧＤＰ论政绩的考

笼统抽象，能定量的尽量定量，用数字

局限性，
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

核机制提出了挑战。

说话，无法定量通过定性说明问题；要

活动最终成果的国内生产总值，
并不能

科学发展观价值取向的传播和运

注意指标的可采集性，
避免指标脱离现

准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的变化和

用必然导致我国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结

有的采集框架，导致无法计算，型同虚

某些重要的非市场活动，
不能反映经济

构、
指标的权重及评估的方式方法等一

设；要注意突出重点，避免以偏盖全、

增长对不同阶层的影响，
不能放映收入

系列深刻的变革，
使传统的指标评价体

过繁过细，要把本地区的薄弱环节、难

的变化。
但ＧＤＰ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指标，

系面貌焕然一新。
新的领导干部政绩考

点问题作为考核的重点。当然，由于全

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情况的综合反映，

核指标体系，
必须能真正引导和督促广

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特点不

是宏观决策部门了解经济运行的工具，

大干部确立正确的政绩观，
能使广大干

同，各地可增加或减少若干指标，以满

也是制订政策的重要依据，
决不可等闲

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

足本地政府管理的需要。

视之。

的灵魂和指南；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

四是群众性原则。
干部创造政绩的

考核的主要指标有：人均ＧＤＰ及增

本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把实

根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实践证

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及增长率；农业、

现经济社会的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明，
只有群众所需要的政绩才是真正的

工业及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

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把重实干、

政绩。
人民群众满意是评价政绩的最终

重；非农业就业人员在总劳动者中的比

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把党

标准，违背了这一点，再大的“政绩”

重；城镇登记失业率；新增社会资本总

和人民的需求作为政绩考核的尺度。

也是枉然。为此，新型政绩考核体系应

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增长率；农

体现群众公认的原则，
紧紧围绕群众最

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率；财政公共支出

２． 重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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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效果；财政供给人员经费占财政支
出的比重等。
（２）生态环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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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制度［Ｍ］．祝寿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不搞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不搞文山

１９８２．

会海、形式主义。领导干部要把大量时

［５］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 ．

为改变过去只注重经济指标，
而忽

间和精力花在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及评价办法

视环境效益的政绩考核体系，
消除现行

问题上，
用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提高

［Ｊ］．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２００４，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人民生活水平上，
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

（３）：５４－５６．

存在的弊端，必须将绿色ＧＤＰ纳入考核

的突出问题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范

［６］唐晓阳 ．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

体系，
将生态环境指标作为干部政绩考

围，并作为对领导干部的重要考核内

观 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Ｊ］．广

核的重要参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容。领导干部要带头以身作则、廉洁从

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５）：２２－２５．

教授雷明说，人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

政，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认真执行党

［７］吴志澄 ． 论县级政府领导班子

进步，不仅依赖 ＧＤＰ 的增长，还依赖自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领导干部要增强政

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Ｊ］． 中

然资源环境和谐统一度的提高。绿色

治责任意识，正确处理好权利与责任、

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２，（３）：６５－６９．

ＧＤＰ 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

权利与义务以及党群、干群关系，坚持

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

和实践“三个代表”
。

［８］王光龙． 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改革［Ｊ］． 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２００５，

程度，
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可持续发

考核的主要指标：党员干部基本理

展观的思想和要求。绿色 ＧＤＰ 占 ＧＤＰ 的

论抽考成绩合格率；人民群众对领导班

［９］张泽梅，谢勇 ． 行政领导干部

比重越高，
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的满意率；先进

的政绩考核［ Ｊ ］ ．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

基层党组织比例；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

，２００４，（４）：３６－３８．

考核的主要指标：人均耕地面积、
森林覆盖增长率、
城镇建区绿化覆盖率
及增长率、
“三废”治理达标率、环保投

建设情况的满意率。
（５）其他方面指标
这类指标根据各地情况自行制定。

（５）：２６．

［１０］张青． 科学的领导干部政绩考
核评价体系建设［Ｊ］． 行政与法 ，２００５，
（５）：６５－６７．

资增长率、群众环境诉求事件发生率

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各地情况千差万

［１１］杨碧忠． 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政

等。

别，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平衡，不

绩考核体系新探［Ｊ］． 组织人事学研究

同地区工作领域、
工作基础、
外部环境、

，２００２，（４）：２９－３１．

（３）社会人文指标
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自然条件都存在差异性和特殊性，因

［１２］宋璇涛．关于建立完善政绩考

作为最终价值取向，
将是否有利于人的

此，
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也必须体现差异

核体系的思考［Ｊ］． 理论前沿 ，２００４，

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根本价值尺

性。如有些地区征地拆迁工作是重点、

（１７）：３２－３３．

度。因此，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还要

有些地区推进城市化进程是重点，
那么

［１３］邱永明，蔡振贤．干部考核指

考核社会人文指标，
这是以人为本发展

在干部政绩考核中都必须加入相应指

标体系设计中的五个关系［Ｊ］． 人才开

观的直接体现。以此为向导，可以促使

标。还有一些作为基本国策的指标，如

发，２００２，（７）：４４－４５．

各级领导干部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
重

计生问题、综治问题也必须纳入。

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执政环境的建
设，重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
考核的主要指标：科研、
医疗卫生、

［１４］安慧琳．改革和完善干部政绩
考核体系［Ｊ］．理论与当代，２００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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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张铁网． 领导干部考核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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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占ＧＤＰ的

革与创新［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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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入学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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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勤政廉政指标
领导干部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不
搞不切实际的大指标，盲目攀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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